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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工业互联网发展动态监测

本监测期内（2016 年 11 月）全球工业互联网领域在产业政策、技术标
准、产品及应用、市场及合作等方面的最新动向如下：

【政策措施】
1. 上海市计划 2018 年初步形成工业互联网发展生态体系
日期：2016 年 11 月 2 日
网址: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6-11-02/doc-ifxxfysn8664051.shtml

11 月 2 日，第四届中国智慧城市产业发展（上海）论坛暨 2016 工业互
联网峰会在上海召开。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邵志清透露，在目
前制定完善的《上海市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应用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
年）》中，明确提出，上海将聚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与汽车、生物医药、
航空航天、钢铁化工、都市产业等六类重点产业，通过实施互联互通改造、
服务平台建设、试点示范引导等，促进物联网、工业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
围绕重点产业的工业互联、数据互通和应用创新，实现制造业向工业互联网
"新四化"模式（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与服务化延伸）转型
发展。未来三年，初步形成上海工业互联网发展生态体系，将实现全市基于
互联互通的智能制造能力、基于数据驱动的创新发展能力以及基于组织创新
的资源动态配置能力总体提升，力争成为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创新示范城市。
2. 《甘肃省“十三五”工业转型升级规划》出台，“互联网＋制造”成新亮
点
日期：2016 年 11 月 14 日
网址: http://gansu.gscn.com.cn/system/2016/11/14/011530198.shtml

甘肃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甘肃省“十三五”工业转型升级规划》。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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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规划》，甘肃省工业领域下一步将以提质增效为核心，以转型升级为目
标，以实施“中国制造 2025 甘肃行动纲要”和“互联网+制造”行动计划为
主线，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发展新兴产业，
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实现“十三五”时期工业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
“互联网+工业制造”成为甘肃省工业转型升级的新亮点。

【产业动态】
3. 工业互联网联盟与 ITAC 签署谅解备忘录
日期：2016 年 11 月 3 日
网址：http://www.iiconsortium.org/press-room/11-03-16.htm

推动工业物联网加速发展的全球性组织工业互联网联盟（IIC）于 11 月
3 日宣布它将与日本物联网加速联盟（ITAC）合作，进一步推进物联网在众
多产业的发展。该合作的目标是促进数字经济，防止碎片化并协调物联网产
业各方面的均衡发展。两个联盟未来的联合活动将包括：确认和共享最佳实
践；试验台和研究开发项目；通过协调架构和其他元素实现互操作性；合作
标准化；以及双方同意的其他活动。ITAC（IoT Acceleration Consortium）旨
在将政府、产业和学术界的优势结合，推进物联网的创新和发展。
4. 工业互联网联盟发布工业物联网经营战略与创新框架
日期：2016 年 11 月 16 日
网址：http://www.iiconsortium.org/press-room/11-16-16.htm

工业互联网联盟于 11 月 16 日发布了经营战略和创新框架（BSIF）。BSIF
帮助企业识别和分析必须利用新兴的 IIoT 机遇解决的问题。BSIF 作为企业
首席执行官的 IIoT 概念参考文件。企业在部署 lloT 举措之前要考虑到问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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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挑战，BSIF 框架和概念帮助企业为用户、客户和合作伙伴提升价值，同
时有助于降低市场和技术的不确定性。BSIF 是工业物联网最深入的集中经
营战略框架，包括专家的视角，IIC 成员经验和经营策略的最佳实践。
5. 横河投资 lloT 安全厂商 Bayshore Networks
日期：2016 年 11 月 4 日
网址：http://www.yokogawa.com/pr/news/2016/pr- news-2016-1104-en.htm

日本横河电机株式会社宣布它已经投资了为工业物联网（lloT）开发网
络安全软件的美国技术创新企业 Bayshore Networks，通过这项投资，横河将
帮助 Bayshore 不断推进的 IIoT 安全技术，并将受益于 Bayshore 的通信控制
等技术。此次合作有望加快横河发展 IIoT 架构以扩大其解决方案阵容。横河
和 Bayshore 将分享在工厂过程控制和操作方面的知识和专长，与新 IIoT 安
全和通信领域的创新，以支持横河的 IIoT 架构发展。
6. 横河在加利福尼亚建立工业物联网架构开发部门
日期：2016 年 11 月 4 日
网址：http://www.yokogawa.com/pr/news/2016/pr- news-2016-1104-02-en.htm

横河宣布已经建立了加利福尼亚架构开发部门，致力于工业物联网的架
构开发，该个部门于 11 月 1 日开始运营。通过工业物联网提高运营效率和
生产力需要一个强大且灵活的架构。为此，公司成立了加利福尼亚架构开发
部门作为市场总部业务发展中心的一个单位，以推进核心技术的发展。为了
追随工业物联网和领域新技术的发展速度和促进与合作伙伴公司的密切合
作，新的部门选址于美国的西海岸，这里是众多技术公司的研究和开发活动
中心。该部门将为物联网和云计算提供规划服务增加新的功能。横河将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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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工业物联网架构的开发，为客户提供更安全、更友好的解决方案。
7. 博通以 59 亿美元收购美国博科通讯系统有限公司
日期：2016 年 11 月 2 日
网址：https://www.broadcom.com/press/release.php?id=s2218429

博通和博科通讯系统于 11 月 2 日宣布他们已经达成了协议，博通将收
购光纤通道存储区域网络（FC SAN）交换和 IP 网络的领导者博科，每股 12.75
美元，现金交易价值约为 55 亿美元，加上 4 亿美元的债务。博通在博科的
支持下，计划剥离博科的 IP 网络业务，包括无线和校园网、数据中心交换
和路由、软件网络解决方案。这一战略性的收购增强了博通作为企业存储连
接解决方案的领先供应商的地位。
8. 西门子和 Bentley Systems 达成战略联盟协议
日期：2016 年 11 月 10 日
网址：http://www.siemens.com/press/en/pressrelease/index.php

西门子和 Bentley Systems 宣布，他们已经正式了达成了一个战略联盟协
议，通过加快数字化推进基础设施项目交付和资产绩效在互补的业务领域实
现新的商业价值。西门子和 Bentley Systems 在联合解决方案方面将最初投资
至少 5000 万欧元，以扩大他们为最终客户带来的基础设施和行业相应产品
的利益。这项工作将支持连接数据环境云服务从两家公司获取各自的数字工
程模型。此外，西门子已经收购了 Bentley Systems 约 7000 万欧元的股份。
西门子和 Bentley Systems 通过相互授权的技术以补充各自的组合，为数字工
厂、过程工业和驱动器部门提供集成各自软件产品的解决方案。
9. 西门子收购 Mentor Graphics 提升其数字工业领导地位
日期：2016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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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www.siemens.com/press/en/pressrelease/index.php

西门子正在通过扩展其工业软件进一步推进“愿景 2020”打造数字工业
企业。西门子和 Mentor Graphics 于 11 月 14 日宣布他们已经达成了一项合并
协议，西门子将以每股 37.25 美元收购 Mentor Graphics，这代表着该企业价
值为 45 亿美元。Mentor 的董事会批准了该合并协议。收购后，西门子通过
Mentor 的成熟的电子集成电路和系统设计、仿真和制造解决方案，扩展了其
领先的数字企业软件组合。愿景 2020 概念是新工业时代的基准，西门子收
购 Mentor 成为其一部分，可以进一步扩大西门子的数字领导地位。
10.

西门子与 Atos 进一步加强战略联盟

日期：2016 年 11 月 21 日
网址：http://www.siemens.com/press/en/pressrelease/index.php

西门子和 Atos 已决定进一步加强战略联盟。公司将进一步增加他们的
联合创新投资计划的资金，增加 8000 万到 2 亿 3000 万欧元。十月下旬在西
门子-Atos 联盟的五周年之际，联盟董事会对业务合作的表现表示赞许，到
目前为止已经超过了预期。自 2011 以来，西门子和 Atos 取得了超过 17 亿
欧元的订单量。利用增加的资金，两家公司有信心进一步发展他们的联合业
务。新增资金将集中在工业安全、工业数据分析、机器智能、服务增强技术
和系统网络等领域。
11.

Stratasys 与西门子合作，整合数字工厂和增材制造解决方案

日期：2016 年 11 月 16 日
网址：http://www.digitaleng.news/de/stratasys-siemens- formally-partner/

西门子和 Stratasys 已经达成正式合作伙伴关系，整合数字工厂和增材制
造（AM）解决方案。该合作专注于为 AM 引入传统制造工作流程搭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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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asys 和西门子已经合作了多个项目，包括从西门子 CAD/CAM/CAE 的
NX 软件到 Stratasys 的 GrabCAD 打印平台，构建了一个无缝的从设计到 3D
打印的流程，最近的 Stratasys 机器人复合 3D 演示包括西门子产品生命周期
管理（PLM）软件和运动控制以及 CNC（计算机数控）自动化技术，以生
产强度大、重量轻的高性能零件。
12.

GE 启动协作应用程序开发计划扩大数字工业生态系统

日期：2016 年 11 月 14 日
网址：http://www.genewsroom.com/press-releases/ge-digital- launches-collaborative-app-devel
opment-program-expand-digital- industrial

GE 于 11 月 14 日启动了一个独立软件供应商（ISVs）项目，旨在为帮
助解决工业挑战的 Predix 应用程序培养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GE 的联盟合
作伙伴和客户的生态系统允许企业分享其行业的专业知识，推动工业解决方
案的发展并扩展 Predix 的效能。ISVs 是帮助 GE 数字扩展 Predix 应用的重
要合作伙伴。该项目的启动通过提供工具和程序加快合作伙伴的发展，并把
解决方案推向市场，使其想法快速实现营收。
13.

GE 收购机器学习初创企业 Wise.io

日期：2016 年 11 月 15 日
网址：http://venturebeat.com/2016/11/15/ge-acquires- machine- learning-startup-wise- io/

GE 于 11 月 15 日宣布其 GE Digital 分部已经收购了机器学习初创公司
Wise.io。GE 希望利用 Wise 的团队改善其面向工业物联网的 Digital Twin 服
务。团队将致力于为 GE 的垂直市场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以开发机器学习
产品。例如今年早些时候，它为 Salesforce 和 Zendesk 推出了自动化支持。
对顾客服务的关注使得 Wise.io 区别于一般用途的机器学习初创企业，例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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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O.ai。Wise.io 成立于 2012，总部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14. ANSYS 和 GE 合作开展物联网和 Digital Twin
日期：2016 年 11 月 15 日
网址：http://www.digitaleng.news/de/ansys-ge-partner-for-iot-and-digital-twin
-initiatives/

ANSYS 与 GE 达成合作伙伴关系，为商业企业和工业物联网（IIoT）创
建基于模型的 digital twin 技术。根据公司新闻稿，ANSYS 将与 GE Digital、
GE Global Research 和 GE 的工业企业利用 GE 的 Predix 平台提供 digital twin
解决方案扩展并集成 ANSYS 领先的物理工程仿真和嵌入式软件开发平台。
扩展从边缘到云的 digital twin 解决方案将提升 ANSYS 仿真的价值，驱动
Predix 找到新的机会探索颠覆性的商业模式和商业关系。
15. 印度 Reliance Industries 集团与 GE 结成 IIoT 服务合作伙伴
日期：2016 年 11 月 18 日
网址：https://www.telecompaper.com/news/reliance- industries-ge-partner-on- industrial- iot-ser
vices--1172462

Reliance Industries 和数字工业公司 GE 在工业物联网（IIoT）领域签署
了全球合作协议。Reliance Industries 和 GE 将联合开发 GE 的 Predix 平台上
的应用程序。这两家工业企业集团将为石油和天然气、化肥、电力、医疗保
健、电信等行业的客户提供工业物联网服务。GE 将提供其 Predix 云产品，
工业互联网应用和数据方面的专业知识，而 Reliance Industries 将作为独立软
件供应商（ISV）在 Predix 上开发服务。
16.

霍尼韦尔和 Sparks Dynamics 宣布合作开发 lloT 解决方案

日期：2016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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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www.automation.com/automation-news/industry/honeywell-and-sparks-dynamics
-announce-collaboration-on- iiot-solutions

霍尼韦尔和 Sparks Dynamics 于 11 月 17 日宣布他们将合作帮助工业客
户充分利用工业物联网（IIoT），使他们的操作更安全、更高效、更可靠。霍
尼韦尔在数据整理、网络和软件开发的能力，与 Sparks Dynamics 在动态领
域的专业知识相结合，允许 lloT 生态系统的扩展，将帮助客户解决以前无法
解决的问题。霍尼韦尔和 Sparks Dynamics 将利用 IIoT 帮助客户减少非计划
停机时间，最大限度地提高产量，减少安全风险并优化供应链策略。
17. 霍尼韦尔与福斯共同提供工业物联网解决方案
日期：2016 年 11 月 24 日
网址: http://www.ck365.cn/qynews/6/26755.html

霍尼韦尔与美国福斯公司近日宣布，两家公司将携手为用户提供工业物
联网 (IIoT) 解决方案，帮助它们实现更加安全、高效及可靠的运营。这项
合作将成为霍尼韦尔 INspireTM 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是霍尼韦尔为其工业
物联网生态系统发起的联合客户开发项目。霍尼韦尔与美国福斯公司拥有长
期的合作历史。霍尼韦尔过程控制部的自动化和控制技术已帮助全球上万个
工厂实现了自动化和数据运用。其中，许多工厂同时也选择了福斯公司的仪
表和服务。

【市场分析】
18. 工业以太网基础设施组件销售预计将在 2017 年回暖
日期：2016 年 11 月 1 日
网址: http://www.automation.com/automation-news/industry/industrial-ethernet- infrastructure
-component-sales-expected-to-recover- in-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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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以太网基础设施组件市场多年来一直由 IHS Markit 监控，由于以太
网作为选择的工业协议在各种形式中的应用越来越普及，其收入增长率高于
一般行业的收入增长率。但增长模式有所下降，工业以太网基础设施组件年
度服务的最新研究报告了 2016 年的下降形势。该报告估计，2014 至 2015
年的收入增长达到健康的 10.1%，但预测表明，2015 至 2016 年该数据将下
降 4.5%。然而，2017 年将见证良好的增长势头并实现超越。IHS Markit 认
为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在 2014 年末的石油价格崩溃引起的投资和 2015
的连锁效应，另一个原因是，对外界贸易条件的信心主要由欧盟的稳定性和
在美国的总统选举影响。
19. 制造业云转换数字服务创造新的收入和增长机会
日期：2016 年 11 月 24 日
网址: http://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manufacturing-cloud-transforms-digital-ser
vices-creating-new-revenue-and- growth-opportunities-300368461.html

云技术是全球制造和运营流程的重要推动者。通过价值链优化、提高生
产力、实时分析、设备连接、无缝通信、自动化、数据集中、存储和降低成
本，它具有潜在的提高制造业整体水平的能力。可连接功能的制造商，如西
门子，通用电气和博世正在探索新的商业模式。这些公司不再将云作为一种
产品，而是提供云管理的数据驱动的服务。通过提供必要的云端基础设施，
物联网产生的大量数据可以在一个显著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处理。

【技术产品】
20. 徐工携手行业巨头发布中国首个工业云平台
日期：2016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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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news.hexun.com/2016-11-22/187008774.html

2016 年 11 月 22 日，中国首个工业云平台隆重发布。徐工集团联合国家
工业和信息化部，携手华为、阿里巴巴、中国电信等互联网和通信业巨头，
共同启动“徐工工业云”平台，打造“互联网+云技术+制造”的全新工业经
济发展模式，标志着徐工积极融入“中国制造 2025”和“工业 4.0”时代大
潮，打造中国首个工业云平台迈出更为坚实一步。今年 4 月启动“徐工杯”
绿创大赛，将多种资源纳入徐工工业云平台，实现制造资源云平台向社会开
放海量数据的共享，全球智慧在这个平台上融通融合。
21. 西门子为微软 Azure 云平台带来 MindSphere
日期：2016 年 11 月 24 日
网址：http://www.automation.com/automation- news/industry/siemens-to-bring- mindsphere-tomicrosoft-azure-cloud-platform

西门子宣布计划于 2017 年在微软的 Azure 云平台上开放其物联网生态
系统 MindSphere。工业企业利用 MindSphere 可进行大量生产数据的采集和
分析，
提高工厂的效率。
这两家公司计划未来在 Azure云平台提供 MindSphere
平台和附属应用程序。此外，Azure 的基础设施服务建立在可扩展的基础上。
NET 支持降低程序员开发新 MindSphere 应用程序的复杂程度。
22. 罗克韦尔自动化扩展信息解决方案产品
日期：2016 年 11 月 1 日
网址：https://ir.rockwellautomation.com/press-releases/press-releases-details/2016/RockwellAutomation- Expands-Information-Solutions-Offerings/default.aspx

到 2020 年度，预计将有超过 500 亿台设备连接到互联网上。为了最大
限度地挖掘数据的价值，罗克韦尔自动化正在扩大其信息解决方案的能力，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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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支持制造商进行数字化转型，创建适合自身的可连接式企业。新的信息解
决方案产品旨在帮助制造商联系、管理、验证和制造执行系统（MES），优
化生产制造智能和分析应用程序和信息驱动的服务。由于工厂和生产过程对
系统现代化的要求，工厂网络与企业业务系统的衔接，制造商需要获得一个
海量的数据。因而最需要的帮助就是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的数据质量，并将
其转化为可操作的信息。
23.

罗克韦尔最新发布了 FactoryTalk 批处理软件

日期：2016 年 11 月 7 日
网址：https://ir.rockwellautomation.com/press-releases/press-releases-details/2016/Latest-Rele
ase-of-FactoryTalk-Batch-Software-Introduces-Modern-Approaches- for-Batch-Applications/de
fault.aspx

批处理应用的工业生产商现在可以利用罗克韦尔自动化最新发布的
FactoryTalk 批处理软件，进行更灵活、可靠和高效的操作。该软件通过工厂
级协调的完整性增强了可扩展性和响应控制，同时其内置的流动性提供了一
种改进的可靠用户体验。生产者现在可以根据自己的应用需求自定义一个现
代的批量系统。与罗克韦尔自动化的 SequenceManager 解决方案的集成实现
了控制器或服务器级别的批量排序。这使机器制造商能够开发和提供全面的
测试平台，最终用户能够以最简单的验证和调试工作整合到他们的批处理过
程中。
24.

罗克韦尔推出 FactoryTalk TeamONE 应用加速工厂诊断

日期：2016 年 11 月 21 日
网址：https://ir.rockwellautomation.com/press-releases/press-releases-details/2016/FactoryTal
k-TeamONE-App-From-Rockwell-Automation-Speeds-Plant-Diagnostics-Collaboration-With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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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ro-Friction/default.aspx

11 月 21 日，罗克韦尔自动化宣布为 iOS 和安卓的智能手机推出了一个
新的应用程序 FactoryTalk TeamONE。作为公司帮助员工在企业中做出更好
的决策，扩大信息解决方案战略的一部分，该应用程序能够无缝连接到制造
商在数字化改造过程中采用的技术。该应用程序提高了团队的生产力，使用
户能够合作和共享知识，查看现场生产诊断，与机器报警交互并检修设备。
团队使用 FactoryTalk 软件可以减少平均修复时间（MTTR）。
25. GE 扩展 Predix 平台为客户提供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机会
日期：2016 年 11 月 15 日
网址: http://www.genewsroom.com/press-releases/ge-expands-predix-platform-advance- indus
trial-internet-opportunities-customers-283436

11 月 15 日 GE 宣布新产品、收购和合作伙伴计划使工业互联网的操作
系统 Predix 进一步普及。该平台增强、收购和新的 ISV 合作伙伴计划进一步
补充了 Predix 技术堆栈，使工业企业更容易实施战略数字化改造，以推动内
部生产力。2016 年 GE 的软件解决方案组合的订单增加了 25%，超过了 70
亿美元，使 GE 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数字工业公司。基于 GE 的 Predix 增
长强度，数字线程的生产力到 2017 年将超过 6 亿美元。
26. 意法半导体在 Electronica 2016 上展示智能解决方案
日期：2016 年 11 月 3 日
网址：http://www.st.com/content/st_com/en/about/media-center/press- item.html/t3882.html

全球半导体领导者意法半导体（ST）将在 Electronica 2016 上展示科技
的力量，使制造、驾驶和设备更加智能并实现安全连接。ST 的工业 4.0 智能
工厂演示提供给了支持未来制造业的半导体解决方案的前瞻：更高效、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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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灵活。ST 展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许多技术建筑模块，包括先进的电
源管理、智能传感和电机控制、分布式智能，和安全的有线和无线连接。ST
也将展其传感器组合，包括 MEMS 运动压力和声学传感器，以及温度、触
摸和感应传感器。
27. 英特尔展示 FPGAs 如何实现工厂自动化和工业物联网
日期：2016 年 11 月 21 日
网址: https://newsroom.intel.com/news-releases/intel-showcase- fpgas-enable- factory-automat
ion-industrial- internet-things- iiot/

英特尔将于 2016 年 11 月 22-24 日在德国纽伦堡的 SPS IPC 驱动会议上
展示工业生产的解决方案。工厂管理者可以利用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s）
的半导体，以及英特尔的核心硬件和软件组合，帮助工厂运营商加速 IIoT
创新并实现工业 4.0 的目标，即更稳定、可连接、可互操作、高效、安全的
操作。英特尔和它的技术合作伙伴将展示基于 FPGA 的进展如下：小型化的
智能工厂，具有支持工厂到企业架构所需的关键要素；创新、省时的电机控
制算法开发环境；新型多轴电机/运动/能源开发平台，实现快速、灵活的应
用开发；视觉平台突出在机器视觉，图像处理和视频传输的能力；时间敏感
的网络（TSN）平台；具有硬件加速安全操作的安全端点；FPGA 运行控制
的机器人手臂。
28. Xilinx 将在 SPS IPC Drives 2016 展示最新的工业物联网解决方案
日期：2016 年 11 月 21 日
网址: http://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xilinx-to-showcase- latest- industrial-iot-solut
ions-at-sps-ipc-drives-2016-300364815.html

Xilinx 将在 2016 年 SPS IPC Drives 展会上通过其所有可编程硬件、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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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环境，全面的 IP 组合，和系统级的专业知识展示最新的工业物联网（lloT）
解决方案。Xilinx 系统架构师和联盟成员将呈现分化，高度集成和系统成本
优化的解决方案，用于电机控制、多电平逆变器、工业网络、机器视觉和安
全应用。Xilinx 将展示一个工业控制系统（ICS），强调工业 4.0 的 Zynq SoC
和 Zynq UltraScale + MPSoC 设备的可编程性能。
29. 恩智浦加强多协议 Sub-GHz 无线收发平台的工业连接组合
日期：2016 年 11 月 16 日
网址：http://media.nxp.com/phoenix.zhtml?c=254228&p=irol- newsArticle&ID=2223056

恩智浦半导体于 11 月 16 日推出了 OL2385 系列全方位 sub-GHz 无线收
发器，加入到其行业领先的低功耗微控制器和 2.4GHz 物联网应用组合。该
组合结合了可扩展计算、无线连接、嵌入式安全、传感器和软件，为低功耗
的工业物联网应用提供集成的解决方案。OL2385 基 于 PIN-to-PIN 兼容
sub-GHz 收发器硬件平台并支持多个无线协议，如 Sigfox、W-MBus。该收
发器结合了出色的射频性能和低功耗，使其成为理想的电池供电应用，如家
庭和楼宇自动化、智能计量以及资产跟踪和监测。
30. Kepware 发布 KEPServerEX(R)6 版，为企业带来工业自动化数据
日期：2016 年 11 月 17 日
网址：http://www.ck365.cn/qynews/6/26712.html

PTC 下属 公司 Kepware Technologies（ 凯 谱华科技 ）今天宣布 发布
KEPServerEX 6 版软件。6 版软件是该旗舰工业连接平台的主要发布产品，
可为全球需要更高操作可扩展性、安全性和支持的公司提升 Kepware 的核心
产品组合。改进之处包括新的远程配置方法；为关键工业自动化市场提供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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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更多语言以及对用户界面和许可体验做出的重要升级。KEPServerEX 6
版，为不断发展变化的行业标准提供支持。可供企业使用的安全互联网技术
友好型 6 版软件是对其客户不断扩展和发展变化的需求的直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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